
傍晚，衢江区高家镇枫树底村
下埠头自然村，衢江区高家镇中心
小学四（1）班的同学们登上校车准
备回家。这些学生的家距离学校2
到 6公里不等，每天通过校车通
勤。学生们通过人脸识别智能设
备“刷脸”上车后，家长的手机就收
到登车信息，在校车行驶途中，也
可以随时打开手机，查看校车的实
际运行轨迹。“虽然家离学校距离
挺远，但每天孩子自己上学放学，
我们都很放心。”一位家长告诉记
者。

高家镇中心小学姜桢黔老师
告诉记者，在高家镇中心小学，通
过校车通勤的学生挺多，有 163名
学生通过校车通勤，平均每个班级
七八个，最远的学生在盈川村，车

程要 20多分钟。从 2021年开始，
学校试点“智慧平安校车”，在每辆
校车上安装人脸识别设备，校车实
现了车辆行驶监控查看、车内外学
生上下车情况、学生刷脸测温、司
机规范操作、安全员出勤情况等功
能，校车乘坐人数、学生乘坐校车
的记录也实现了自动统计。学校、
家长都感觉方便了许多。

记者了解到，由于乡村学校撤
并、重组，部分居住分散的农村学
生离校路程变远，通勤成了一个难
题，原本的非专用校车站点车次偏
少，并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学校学生
的通勤需求。近年来，衢州市逐渐
淘汰原本的非专用校车，转而使用
专用智慧校车、定制公交来精准接
送乡村学校的学生。各县（市、区）

通过摸排，精细掌握学生上下学接
送线路、接送方式，为县（市、区）学
生定制直达公交，精准护航各县
（市、区）来校就读学生求学路。

2021年，衢州市实现了非专用
校车的全面淘汰，共计淘汰 328
辆。目前，全市共有专用校车 210
辆，开通 357条接送线路，服务 67
所农村学校，保障 12719名学生上
下学。

目前，柯城区、衢江区、龙游
县、江山市、常山县均已实现专用
校车全覆盖，开化县此项工作正在
全力推进，有望在今年实现全市覆
盖。专用校车、定制公交的运行既
解决了农村地区学生的通勤难题，
也极大程度缓解了学校周边道路
交通的压力。

专用校车、定制公交

解乡村学校学生通勤难题

5月 3日傍晚，家住智慧新城
的陈先生驱车前往衢州市实验学
校教育集团新湖校区接孩子放
学。“学校周边都是住宅区，以前，
一到放学高峰期，交通状况就很
紧张，接送孩子的汽车、电动车能
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
陈先生告诉记者，从这个学期开
始，经过集中治理后，他明显感觉
到交通顺畅了许多，原本从家到
学校门口至少要开 20分钟甚至半
小时，现在基本 10分钟就能顺利
接到孩子了。

变化来源于从 2021年 9月份
开始的一项行动。去年，为了给校
园周边“疏堵”，衢州市教育局联合
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衢州有
礼·护航成长”警校共建校园护航
行动，在 16所试点学校成立“一校
一策”工作推进小组，每所学校组

建支队、大队、中队、学校、社区五
人工作小组，为解决校园周边交通

“痛点”出谋划策。
新湖校区就是 16所试点学校

之一。在实地考察“把脉问诊”该
校附近的交通状况后，“一校一
策”工作推进小组决定从两个方
面来改善交通：把校门附近的一
条“断头路”打通，通过修建新的
辅道来疏通堵塞的主干道交通；
在校门口附近开辟几个临时停车
位，规定每辆车子停靠的时间，提
高临时车位的流动性和使用效
率，大力整治接送时校门口出现
的乱停车现象。

“方子”一下，立竿见影，如今，
新湖校区校门前在接送时段交通
井然有序，再也不见混乱景象。

其他试点学校也纷纷推出了
各自的“治堵策略”：柯城区玉龙幼

儿园变更车道、铲除非机动车停车
位、安装警示柱；柯城区新星小学
增设行人过街设施、非机动车接送
区、汽车接送区；衢江二小施划多
个停车位、家长等待区，优化设置
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除了出主意，各部门还积极
出人力，组织志愿者帮助指挥交
通。记者看到，衢州市城区许多
学校都在停车点、斑马线设立护
学岗位，交警在主要路口设立交
通引导岗位，城管综合执法在摊
贩重点治理区域进行巡查。综合
执法局、住建局、交通局则针对学
校反馈的占道经营、人行道路不
足、交通执法不严、交通标志缺位
等问题进行及时整改。除了联合
其他部门共同治堵，衢州还紧抓
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形成校园
内外的治堵合力。

警校护航“一校一策”

为校园周边交通“疏堵”

江山市城南小学位于城区闹
市中心，车流量大，交通违法行
为频发。上个学期开始，学校门
口安装了两个高清摄像头，摄像
头能捕捉 150 米内的交通信息，
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抓拍上
报。事件上报后，经信息员确认
流转至治理执法平台模块负责
人，模块负责人及时将任务交办
给相关部门，部门接件后及时开
展隐患治理并将治理结果进行

反馈。
据了解，目前衢州市已将校园

周边治堵纳入“校园周边安全防控
一件事”。社区（街道）、学校对校
园周边包括交通标志标牌、信号
灯、护栏等各项设施设备开展全面
隐患排查，通过“基层治理四平台”
及时将隐患事件进行上报流转，实
现“一件事”的闭环治理。

除了联合其他部门共同治堵，
衢州还紧抓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

形成校园内外的治堵合力。
据悉，衢州市每年在数字化平

台上开展“中小学生（幼儿）交通安
全教育”专题教育课，全市 34万余
名学生及家长参与。同时。每学
期 14节安全课程中开设不少于 1
节交通安全课程。各校还通过开
展主题班团队会、绘画比赛、手抄
报评比等多种形式，营造良好的交
通安全教育氛围，切实提高学生和
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

闭环治理“校园周边安全防控一件事”

数字智治 长效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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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衢江区东港初中围绕当
下防控疫情话题，在“双减”背景
下，开展了“战疫”专栏文化墙展示
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巧妙构思，精心
布置，呈现出一个又一个主题鲜明、
色彩和谐又各具特色的“战疫”专栏
文化墙：有的班级重在普及新冠肺
炎的传播途径；有的班级主要介绍
日常防控疫情有效举措；更多的班
级用自己的书画作品向最美逆行者
致敬。方寸文化墙，精彩藴乾坤。

“让每一面墙壁说话，用每一
面墙壁育人”，是衢江区东港初中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一直坚持的理
念。此次“战疫”专栏文化墙展示

活动，不仅增强了师生的主人翁意
识和合作精神，在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的同时又美化了校园，宣扬出
共战疫的精神，把“众志成城，共同
战疫”的口号展现得淋漓尽致，营
造出了浓厚的育人文化氛围，更为
文明校园的建设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让墙壁“说话”
通讯员 徐慧萍 文/摄

5月2日早自修前，衢州三中高
三领航1班的张梦瑜同学照常来到
班级，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课桌上有张
贺卡，张同学带着几分疑惑看看了四
周，发现全班同学桌面上都放着贺
卡。她迫不及待地拿起来，上面有清
秀的文字，写着：“张梦瑜学姐，彼方
尚有荣光在，知命不惧，日日自新！
加油，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原来是
高二的学弟学妹们送上的祝福贺卡。

当天一早，衢州三中、信安中学
全体高三学生都收到了为自己私人
订制的祝福贺卡，这些贺卡来自高二
年级的学弟学妹们。“在距离高考仅
剩35天的日子里，给学长学姐送上
祝福，鼓鼓劲，加加油，对自己也是一

种激励，毕竟再过一个多月，自己就
奔赴高三的战场了。”高二（11）班廖
郁文同学说。

前一天晚上，高二年级组长刘
玉中老师对给高三加油的相关事
宜做了布置，全体高二学生给高三
的所有学长学姐写祝福贺卡，并且
每张贺卡要精心设计，尽量温馨，
建议加上学长或学姐的姓名。同
学们用心细细地写，把自己最温暖
的话语，最深切的祝福倾泻在笔
端，流淌在心田。

高三学生戚易衡动情地说：
“因真挚的明信片而感动，冲刺阶
段定当竭尽全力，全力备战，相信
所有的努力会在最后绽放。”

校园里不起眼的窨井盖，也可成为有趣的风景。
近日，衢州学院的同学们用五彩缤纷的颜料给

校园里的窨井盖“换装”。5月 4日，记者在衢州学
院校园内看到，窨井盖成了一个个圆形“画板”，被
画上了一幅幅有趣的图案：憨态可掬的小鸭子，秀
丽多姿的校园风光，活灵活现的脸谱……一个个

“脑洞大开”作品让原本平平无奇的窨井盖成为了
校园里一道亮丽风景线。

“我们的绘制进展迅速，不到三个小时就全部
完成了。虽然最后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与初稿相去
甚远，但回想起那个下午，大家把颜料糊到井盖上
的热闹开心，起勾线时的欢声笑语，画完最后一笔
后的心满意足，觉得这样已经值得了。”21视觉传达
专业的方慧君同学说。

这些艺术感十足的“窨井盖”收到了学校其他
师生的热烈欢迎。“一景一物皆艺术。”许多老师和
同学们说，这次“窨井盖换装行动”绘出衢院学子们
的青春热情，绘出了“艺术家”们的天马行空。

给校园里的窨井盖“换装”
记者 尹婵萱 文/摄 通讯员 方子蓓 华夏媛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教育”已
经成为教育工作者必备的核心理念，
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教育服务、云端
一体化、智能终端等技术的融合，开启
了课程变革的新时代。

近日，衢江区第四小学开展了跨
区域的五校线上研讨活动，以三年级
下册《多彩的乘法世界》拓展课为研修
课例，以“研教师、磨课堂”为研修目
标，邀请了宁波鄞州东南小学团队和
衢江区教共体廿里小学、湖南小学、
后溪小学教师共同参与课堂评课，实
现线上五校互研。

课后，老师们展开了集体议课，各

抒己见，气氛热烈。宁波东南小学海
晏路校区的数学教研组长胡科荣和衢
江区廿里小学的教务副主任曾洁燕还
对课堂教学进行了精彩点评。最后，
在五校共研的努力下，实现了对本节
课的完美呈现。

本次线上研修不仅实现了衢江
四小本校教师的全员参与，更实现
了教共体四校的全员参与，达成了
跨区域全员联动的最终目标，实现
教师的真正成长。共研共进、共享
共赢，真正发挥了“互联网+”的教研
力，助力教学变革，创新素质教育，
助力“双减”教学。

高考加油！

高三学子收到了
学弟学妹的温暖祝福

通讯员 张秀君 文/摄

衢甬助力云相见

五校互研促生长
通讯员 刘韬 甘新

5月2日，常山县天马一小组织各班学生对自己栽种下的绿植进行管
理。同学们细心拔掉泥土上的杂草，移种漏缺的菜苗，认真给幼苗浇上水。
劳动中的农学园显得更为生机勃勃。此举让同学们增强了劳动意识，锻炼
了劳动能力，也学到了不少种植知识，收获颇丰。

通讯员 陈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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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衢州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人员向城市聚集，私家车越来越多，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现象日益加剧。

老城区学校周边道路狭窄，停车位等配套设施不足，个别规模大的学校接送量大，课后延时托管服务与机关企事业单位下班高峰高度

重合，种种因素影响下，上学放学接送孩子成了令许多家长头疼的难题。在农村，不少学校撤并重组，部分农村学生通勤距离变长，求学路

上也有了“心头堵”。

为解决这些顽疾，从2021年开始，衢州市大力开展校园交通治理行动，通过警校合作护航、定制公交和专用校车等方式，化堵为疏，让

学生的上学放学路不再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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